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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監造單位在國內工程分包制度中，始終有其獨立之分工，不管是私人建案或

公共工程，均投入大量人力、預算，實施監造作業，顧問公司在執行施工抽查及

材料檢驗時，產生大量紙本檢驗表單，而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技術，是以 3D 視覺化的方式，保存、傳遞建築物相關資訊，理

想的 BIM 專案，必須處理建築物全生命週期中所有資訊，但目前業界卻未見將

監造檢驗表單納入，這對 BIM 技術是一大缺漏，有必要探討解決方法。 

為了改善上述問題，本研究在 BIM 模型元件中，記錄檢驗表單編號，並利

用外部資料庫，儲存檢驗表單之重要資訊及 PDF 檔案，建立模型與資料庫之連

結機制，不僅可以彌補 BIM 專案未將監造作業納入管理之缺憾，同時也可以解

決二維圖說對於檢驗標的物表達不佳，以及檢驗表單歸檔、查詢之問題。 

關鍵詞： 建築資訊模型、系統建置、檢驗、監造 

 

Developing Inspection Information System of 

BIM-based project for Consulting Company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manual inspection work in consultant companies. General, the 

works is ineffective in view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he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technology includes information in a digital format, facilitates easy 

information updating, and transfers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3D) CAD environment. 

Building BIM technologies are used from design phase to operation phas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inspection work for supervision, the study develop the 

inspection information system integrated with BIM technology. With the use of proposed 

system, engineers can handle the final inspection work with BIM effectively and visually. 

The proposed system was applied in a selected case study in Taiwan to verify our 

proposed methodology and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posed system. F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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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benefits, limitation,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applications. 

Keywords: BIM, System Development, Inspection, Supervision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營建工程採用 BIM 進行專案管理已是目前的趨勢，綜觀其應用，主要有規

劃設計階段之方案檢討、結構分析，施工階段之系統整合、衝突檢討，以及營運

階段之設備維護、救災管理等。監造單位是在工程施工階段加入專案，並在施工

品質管理上扮演重要角色，依目前業界 BIM-based 專案之分工模式，監造單位雖

有參與，但都僅扮演審查、協助等輔助性質之角色，主要作業仍然是由施工廠商

完成，而監造單位必須獨力完成之核心作業-施工抽查及材料檢驗，卻未將其納

入專案管理，這對於 BIM 專案是一大缺漏，有必要彌補。加上檢驗標的物之位

置、數量等資訊，目前是以文字敘述，再輔以圖說補充說明，記錄在紙本檢驗表

單中，由於文字及 2D 圖說有其侷限性，常造成混淆、爭議，如能進一步利用

BIM 模型元件，記錄檢驗作業資訊，將有助於改善此一現象，並且更符合 BIM

專案，管理建築物全生命週期資訊之理想。  

監造檢驗表單目前是採用紙本方式保存，同時將紙本表單掃描成電子檔案

（PDF 格式），存放在公用磁碟中，這種方式雖已電子檔案化，但無搜尋、查詢

功能，由工程會公布之查核常見缺失態樣統計中發現，表單管理是問題最多的類

別，歸究其原因就是缺乏有效之自動化歸檔管理，一旦有文件查詢需求時，往往

是耗費大量人力翻箱倒櫃後，收集到的資料卻是殘缺不全，其結果總是令人沮

喪，如何改善，這是有待解決之問題。 

監造作業自動化是目前業界積極推動的工作之一，常見的方式是採用 PMIS 

（Projec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或是易及網等資料庫系統，然因程式

特性及限制，單一軟體很難同時解決上述各項問題，必須建立一個 BIM 與資料

庫整合應用平台，連結紙本表單與 BIM 模型元件，同時發揮 BIM 模型 3D 視覺

模擬的優勢，並符合監造表單自動化之實際需求。 

二、 文獻回顧 

所謂 BIM 是具備建築物的形狀、位置，與功能特徵等資訊所構成，可由應

用程式直接編譯，呈現結構物之空間位置，以及相關之數字、文字等資訊之模

型，透過 BIM 技術，可以使用數位化方法建造建築物精確的虛擬模型，BIM 也

包含一個建築物生命週期，所需的許多功能，這些功能提供新的設計及建造可能

性之基礎，也改變了專案團隊的關係，以及角色的扮演，簡而言之，BIM 是利

用數位技術作為支撐，對建築物生命全週期的管理技術[1]。 

隨著 BIM 技術的日益成熟，近年來 BIM 技術的應用，普遍見於各類營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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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契約中，BIM 的相關應用，已成為營建產業界必須具備的基本技能，目前

BIM 之發展及研究如下： 

陳佳君[2]對建築工程施工階段之 BIM 施工模型管理模式進行研究，建置

BIM 施工模型管理流程，以及 BIM 施工模型管理表單，以利快速查詢、追蹤、

管理 BIM 模型，提升施工階段模型與現場之一致性。 

黃健倫[3]以既有 BIM 模型為基礎，利用 Unity遊戲引擎作為主要開發環

境，整合既有 BIM 模型與施工管理系統，建立「整合式 BIM 施工管理 APP」，

提升 BIM 模型於施工階段之使用效率。 

李伯青[4]應用 BIM 技術與資料庫管理，開發 Web-based 資訊化輔助工具

(iNSPECTOR)進行監造查驗作業，整合 BIM 模型與資料庫管理系統，再透過行

動設備於現場進行查驗作業，即時紀錄與檢視查驗歷程資訊。 

潘冠豪[5]列表彙整營建工程生命週期各階段文件，再以 Autodesk Forge 為基

礎，建立 BIM 模型構件與專案元件文件連結，並結合網頁建置一個營建文件管

理系統雛型，探討資訊整合相關問題及解決方案。 

綜觀上述之 BIM 之應用及研究，雖已涉及資訊之整合，並無針對監造檢驗

表單之實例，本研究即針對檢驗表單自動化應用，並結合 BIM 視覺化展現之特

色進行研究，將監造檢驗表單納入 BIM 專案管理。 

三、 研究內容 

所有構造物 （梁、柱、牆、板等） 之施工，以及使用之材料，監造單位都

必須逐項檢驗，目前都以紙本表單記錄檢驗資訊，輔以二維圖說表示檢驗標的物

之位置、數量，常因表達程度不足，產生讀圖的誤解與爭議，且難以即時判斷結

構體是否遺漏未檢驗，並由於檢驗表單數量龐大，常發生查詢困難，以及缺漏、

遺失等問題。本研究在 Revit 模型專案參數設定中加入「檢驗表單編號」參數資

料欄位，記錄模型元件之檢驗表單編號，同時採用 Access 作為外部資料庫，儲

存檢驗表單相關資訊，由於檢驗資訊繁雜，電子化系統無法逐筆記錄，Access 資

料庫中僅記錄「檢驗表單編號」、「檢驗日期」、「檢驗類型」、「檢驗人員」、「檢驗

是否合格」、「卷宗代碼」、「歸檔流水號」，以及 PDF 檔案。系統利用「檢驗表單

編號」與 Revit 模型建立連結，將監造檢驗表單資訊納入 BIM模型中，Revit模

型同時可顯示檢驗標的物之位置、數量，可改善以二維圖說表達程度不足之問

題，系統記錄之「卷宗代碼」、「歸檔流水號」欄位資訊，可迅速找出紙本檢驗表

單之歸檔位置，最後 PDF檔案可作為表單文件備份，避免紙本表單缺落、遺失。 

為利公務所全體人員使用，系統必須具備網路功能，首先選用效能較佳之電

腦，架設網頁伺服器（IIS），同時撰寫互動式網頁，作為網路使用者與資料庫間

之介面，互動式網頁（客戶端）採用 VBScript 撰寫，資料庫伺服器端採用 ASP

撰寫，本研究使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編寫程式碼，撰寫之網頁包括「施工

檢驗表單輸入」網頁、「施工檢驗元件 ID值輸入」網頁、「檢驗表單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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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查詢結果」網頁，以及「施工檢驗表單首頁」網頁等，以建立完整之資料

庫系統互動網站。 

四、 案例導入 

本系統導入台北市大型公共住宅工程，達到預期成效，說明如後： 

基本資料 

本案例業主為台北市政府，工程區分為住宅建築標，以及智慧建築標兩個

標，兩標均採用統包方式辦理，住宅建築標由國內兩家上市營造廠聯合承攬，智

慧建築標由單一知名電信公司承攬，專案管理（含監造）以及耐震特別監督，由

國內一家工程顧問公司及兩家建築師事務所聯合承攬。 

導入成效 

 

監造查驗人員於查驗完成後，首先將「查驗表單編號」加入 Revit模型元件

中，同時登記元件之 ID值，接著將必要之查驗資訊及元件 ID值，輸入系統之

「施工檢驗表單輸入」網頁中，完成系統之輸入工作。查詢時可經由查驗表單編

號，或元件 ID 值，查詢出對應之檢驗表單各項資訊，以及 Revit 模型中檢驗元

件之位置、數量，可改善二維圖說產生讀圖的誤解與爭議之問題，並可將檢驗表

單資訊納入 BIM 專案中，詳圖 1、圖 1及表 2 所示。 

 

圖 1 檢驗表單 G-03-109080401 RC Revit 模型元件 

 

檢驗標的物位置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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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檢驗表單 G-03-109080401 查詢結果 

 

 

 

經由系統記錄之「卷宗代碼」以及「歸檔流水號」資訊，可快速搜尋出紙本

檢驗表單之歸檔位置，或下載 PDF 檔案查閱詳細檢驗資訊，可改善紙本文件查

詢困難，並避免紙本表單缺落、遺失。 

 

表 2 檢驗表單 G-03-109080401 RC 柱檢驗內容 

 檢驗標的物位置及數量平面圖 



 

6 
 

五、 結論與建議 

結論 

 BIM 專案契約中，僅要求於模型中記錄設備型錄，以及操作手冊等相關資

訊，對於監造作業最重要的檢驗表單卻未涉及，這對「BIM 是希望管理專

案生命週期中所有資訊」的期待，是一個重大缺漏，本研究在 BIM 模型元

件中記錄檢驗表單編號，將監造之品管核心作業納入 BIM 模型中，可有效

彌補此一缺憾。 

 監造之檢驗標的物，目前以文字敘述，輔以圖說補充，很難即時判斷結構

體是否遺漏未檢驗，常造成混淆、爭議，本研究在檢驗表單資料庫中，記

錄受檢元件 ID 值，對應模型元件之位置、數量，有助於改善此一現象。 

 監造單位之檢驗表單目前仍採用紙本表單，傳統之歸檔方式不具檢索功

能，本研究在檢驗表單資料庫中，記錄紙本表單歸檔位置資訊，可迅速查

出紙本表單歸檔位置，有效解決因數量龐大，管理困難之問題。 

 BIM 專案竣工後，包括 BIM 模型、紙本文件、互動網頁以及資料庫，移交

營運維護單位進一步應用，可讓監造之品管作業發揮最大之效益。 

建議 

 本研究雖探討將監造表單管理納入 BIM 專案之機制，惟距離理想仍有距

離，例如利用元件 ID 值回朔模型 3D 元件，仍必須採人工作業，如何將之

自動化，有待進一步研究。 

 BIM 強調視覺化的建築物 3D 模型，並利用此一特性，提供使用者進行數

量估算，衝突檢討等應用，而資料庫則是專精在資料的快速處理，提供使

用者進行資料增刪、搜尋等應用，兩者各有所長，如何整合應用，這都是

是學界、業界可以進一步研究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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